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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飞2020：历史交汇点上的改变
|| 张圣华  

一场“大考”，贵飞人凝心聚
力逐梦海天！

2020 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每一个奋力前行
的努力和足迹都让人深深铭记。从
严密防控、快速组织复工复产，到
全面冲刺任务完成，航空工业贵飞
坚决响应党中央、航空工业党组和
贵飞党委号召，统筹抓实抓好“疫
情防控”和“科研生产”“双线战”！

在这场新中国历史上、贵飞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战斗中，
贵飞党委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和强大
的宣传、组织动员功能，充分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一线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全公司干部、
职工和家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严防严控、精准防控、抓实抓细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坚决确保了公
司疫情防控安全，为推进全年科研
生产任务创造了根本前提。复工复
产后，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科研生产”，有力有效推进打
赢公司“双战”。在这场“大考”中，
在一个个“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
补回来”的任务决战中，贵飞干部
职工紧盯集团部署和用户需求，生
产过程不断调频率调节奏，组织过
程不断转方式找对策，硬是通过一
次次拼搏决战，奋力抢回了一个个
任务周期和节点！与此同时，贵飞
还充分利用自身技术、设备等优势，
调集了技术工艺、化学检测、物流
运输、安全环保等专业人员和设备
开展消毒液配制生产，并经检测达
标后积极主动向地方政府、航空工
业定点扶贫镇宁县、普定县、关岭
县、紫云县等无偿捐赠自制的消毒
原液。积极协调航空工业“1 出 2 型”
高端口罩生产线在紫云山区“扎根
安家”，全面助力紫云做好疫情防
控、帮扶脱贫攻坚。

随着复工复产的快速推进，贵
飞也正式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开始
了“山鹰”飞机某项目改进研制的

“策马扬鞭”，全面调集精兵强将，
举全公司之力和合作单位的团队合
力，开启了全面夺取该项目研制新
胜利的新征程！

非常时期、非常形势，淬炼着
贵飞人的非常合力。朝着既定目标，
贵飞人誓言力夺项目研制新胜利的

行动，快速攻克了一个个“意想不
到”的困难，创造着一个个“意想
不到”的新胜利！

在集团公司、用户的大力支持
及各兄弟单位的积极配合下，贵飞
人聚神聚力、艰苦拼搏、日夜鏖战、
挑灯夜战，项目研制朝着既定目标，

“一步一脚印”走向了一个个贵飞
人满怀深情的期待……

9 月，秋高气爽，这是一个收
获的季节。外场某地，贵飞人一场
已经积蓄了十多年、不断迭代升级
的项目研制攻坚，已然迎来了“瓜
果飘香”。

蓝天、碧海，深深铭记了航空
工业“山鹰”飞机一次次新的重大
时刻。

成功了！圆满了！这“一刻”，
让航空工业“山鹰”飞机在项目
改进研制中淋漓展示了惊艳的“首
秀”；这“一刻”，让用户对航空工
业“山鹰”飞机充满了新期待 ；这

“一刻”，让广大的贵飞人看得热泪
盈眶、自豪满满……

这是一种深情的呼唤，抑或是
一种急切的期盼 ；这是一种彼此心
心相印的互动，更是一种共同航空
报国情怀的交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须
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要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聚焦备战打仗，
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
训、依法治训，发扬优良传统，强
化改革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
练体系，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
能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提供坚强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的强军要求，贵
飞人始终铭记于心，并坚决地落实
到了航空工业“山鹰”飞机在项目
改进研制和多机并行研制生产的航
空报国具体行动上。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砥砺
着贵飞人在抗击疫情的风雨中全速
推进飞机科研生产。聚焦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聚焦用户急盼急需，
航空工业贵飞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
国航空产品迈出了坚实一步，为加
快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升海军
战斗力，打造世界一流人民军队提
供有力的装备支撑。

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到定点扶贫紫云县扶贫调研。 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罗荣怀到贵飞调研生产情况。

被一个个“意想不到”筑起的 2020 年，当很多确定性的“规划”遇上一个个不确定的“变化”，这一年很不寻常！
当“十三五”与“十四五”的交替汇聚到 2020 年的时间节点上，当时针依然如故走过 2020，航空工业贵飞，也伴随着滚滚

向前的历史车轮，走过了不平凡的 2020 ！
疫情严密防控，海天圆满逐梦，改革突破攻坚，老区全面搬迁，“十四五”规划开局······回望如梦，前看才是更精彩的真实！

多线“并行”，贵飞协力前行交
相互辉！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改变，
伟大的改变指引新的航程。

这一年，航空工业贵飞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和五中全会
精神，坚定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坚
持把“创新”放在发展全局的核心
地位，全力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提升公司技术
能力、管理能力、产品生产交付能
力、服务保障能力等四大能力，对
标行业一流，全力打造和提升全数
字化异地协同飞机设计、制造、试
验试飞和供应链协调“四大新型技
术能力”，加快建设“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精益化”现代化新贵飞，
为公司“十四五”更加聚焦主责主
业，落实强军首责，实现“数智制造”
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

这一年，航空工业贵飞鼎力强
军兴军，“山鹰”系列飞机多机科研
生产交付和多型多架无人机完成多
种任务执行、生产和试验试飞，为
用户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提
高信息化条件下新质新域作战能力
和打赢能力不断做出新贡献。

这一年，航空工业 FTC-2000G
多用途飞机成功首单出口签约，创
造了外贸飞机从研制、首飞到签订
出口合同仅用 22 个月的历史新纪录。
12 月，合同正式生效，标志着该项
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昂首挺进世
界航空产品的出口行列。

这 一 年， 航 空 工 业
贵飞“瘦身健体”改革攻
坚任务全面完成。贵客

公司工商注销，黔江公司“退城进园”
整体搬迁实现全线投产。一个以“公
司化”改制、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
有企业制度为牵引，实现企业从“工
厂制”向“公司制”转型，在深化
企业改革中融入市场经济滚滚浪潮，
在新园区新征程上高歌猛进的新黔
江展现在世人面前。贵飞对所属子公
司黔江和贵客合并处置的成功实践，
成为国企创新解决“处僵治困”“瘦
身健体”等疑难杂症的典型案例。

这一年，航空工业贵飞不断优
化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全力支撑
企业发展。加强科技人才、管理人
才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加
强技术创新团队和管理创新团队建
设，打造基于岗位的员工全职业生
涯发展通道，制定实施贵飞《特殊
人才津贴实施细则》《青年技术骨干
选拔培养管理办法》《航空技术 / 技
能带头人管理办法》等政策，进一
步稳定和激励核心骨干人才。

这一年，航空工业贵飞部装老
区热表分厂、钣金分厂、复材分厂
等陆续向贵飞航空城新园区全面搬
迁，一个个三线贵飞人“进城”、阵
地前移的梦想已然全面实现，加快
建设新时代新贵飞的新征程已然全
面开启。

这一年，航空工业贵飞牵头的
航空工业定点扶贫贵州现场指挥部
用心用力继续精准扶贫，有力有效统
筹资源帮扶航空工业定点扶贫的贵
州省安顺市镇宁县、普定县、关岭县、
紫云县等“四县”推进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成功助力国务院扶贫办
2020 年挂牌督战的安顺市最后一个
贫困县紫云县如期完成脱贫“摘帽”。

扬帆起航，加快建设新时代现
代化新贵飞。

每一粒默默奋力成长的种子，
都满怀着一个春天万紫千红的梦想。
每一个新的开始，总会因为一个个
岁月的崭新征程，让人充满新的期
待。

站在“十三五”与“十四五”、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上，当 2021 的历史巨轮已然扬帆起
航，航空工业贵飞也在新一届领导
班子的带领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集团党
组“十四五”加快建设新时代航空强
国、深化改革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
等各项重要决策部署，全面启动谋
篇布局，科学务实编制贵飞“十四五”
及 2035 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强调要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主题，聚焦主责主业，落
实强军首责，强化创新驱动发展，
全力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企
业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推进“市场
差 异 化、 产 品 多 元 化、 能 力 专 业
化”“三化”产业发展方向，全力做
强做优做大“军品、外贸和转包军协”
三大主营业务，奋力走出一条贵飞
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道路，
全力铸造具有“领先创新力、先进
文化力、卓越竞争力”的一流航空
高科技企业，带领广大干部职工朝
着落实“三中心一基地”战略定位、
加快建设新时代新贵飞戮力崭新开
局，为打造新时代三线国防战略后
方基地而不懈奋斗！

展望前路，征程漫漫，奋斗永

远在路上！航空工业贵飞深知“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面向更加长远的未来，贵飞将
全面聚焦国内外用户实战化、信息
化、智能化、集成化、无人化装备发
展需求，全面致力于航空装备自主
可控、自主创新，奋力实现跨代发展，
以“三力”为核心加快提升企业核
心能力，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
以产业融合为基础，以“产学研一
体化深度融合”为重点，以科技创新、
产品研发、生产与集成交付、维修
与服务保障为主线的航空装备新工
业体系，成为国内军机、国外军贸
市场的主要供应商，成为航空工业
集团一流主机企业和基本建成新时
代航空强国的主要支撑力量。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因为拼搏，
才会精彩。

每个人都了不起！你我有彼此
在！每一次崭新的出发，只要我们
真正协力与共，在一次次工作任务
中、在一次次拼搏奋斗中拼尽全力，
我们每个航空人，都将是了不起的
个体，都将汇聚成建设新时代航空
强国的磅礴力量，推动中国航空工
业的发展，从而迈向更加灿烂辉煌
的未来！

我们一直在风雨兼程中砥砺前
行，满怀希望、勇气与期待！

我们一直在奋进征程上书写历
史，不断谱写宛如星辰大海的壮美
华章！

加 油！ 贵 飞 人！ 加 油！ 航 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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